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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9月9日电 （记
者 刘良恒）夏秋之交，在长沙县福
临镇陈树湘烈士事迹陈列室，不断有
人前来参观，瞻仰这位“为苏维埃新
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烈士。

陈树湘，1905年1月生，湖南长
沙县人。1919年参加新民学会发动
的长沙反日爱国运动。1921年与在
长沙清水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毛
泽东结识，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
育。1922年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1927年参加北伐军叶挺部，
历任班长、警卫团排长。同年9月随
部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
起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上井
冈山，历任红4军第31团连长、第3
纵队大队长。参加了井冈山和赣南
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

1930年6月，陈树湘任红1军团
总指挥部特务队队长，8月任红一方
面军司令部特务队队长，负责对毛泽
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警卫工作。1931
年后，历任红12军团长、红19军第
56师师长、红5军团第34师第101团
团长、第34师师长，率部参加了中央
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在创建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斗争
中，陈树湘身经百战，屡建奇功，逐步
成长为红军的一位优秀指挥员。

1934年10月，陈树湘率部参加
中央红军长征，担任全军总后卫，同
国民党追兵频繁作战，掩护红军主力
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连续突破
国民党军第一至第三道封锁线。

11月下旬，在惨烈的湘江之战
中，陈树湘率领全师与十几倍于自己
的敌人殊死激战四天五夜，付出重大
牺牲，全师由6000余人锐减至不足
1000人。12月1日，中央红军主力和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渡过湘江。

完成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
江后，陈树湘指挥红34师数次强渡
湘江，都先后失利，陷入敌人的重
围。面对严峻形势，陈树湘执行退回
湘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命令，率
部突围。在激烈战斗中，陈树湘腹部
中弹，身受重伤。他用皮带压住伤
口，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终于
突出重围。部队到达道县泗马桥时，
遇到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截击。

危急时刻，陈树湘命令大部队突
围，自己和两名警卫员留下掩护。经
过激战，大部突出重围，陈树湘不幸
被俘。敌人为抓到一名红军师长而
欣喜若狂，立即将他押往长沙。途
中，陈树湘趁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
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
年仅29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
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陈树湘“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新华社平壤9月9日电 （记者 姬
新龙 程大雨）朝鲜9日在平壤举行盛大
阅兵式和群众花车游行，热烈庆祝建国
70周年。

金日成广场装饰一新，到处张贴着标
语，彩旗飘扬，一派节日景象。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率党政军
领导人出席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
名外宾、各国驻朝使节、海外朝鲜人代
表参加。

阅兵式开始前，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

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致辞。他表示，近
年来，在金正恩同志领导下，朝鲜在经济
建设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全体人民
要紧密团结在劳动党的周围，贯彻今年4
月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集中一切力量进
行经济建设的战略路线，并为世界和平与
半岛的自主统一作出贡献。

朝鲜人民军海陆空三军以及工农
赤卫队、学生兵、女兵等数十个方阵接
受检阅依次通过主席台，装甲车、坦克、
火炮、多管火箭炮等武器装备也亮相阅

兵式。朝鲜战机进行空中表演，15架
飞机在天空组成“70”图案，5架飞机喷
出朝鲜国旗红白蓝三色彩烟，以示庆
祝。

阅兵式结束后，朝鲜群众或手持彩
旗，或手舞花束，簇拥着花车通过金日成
广场。花车上矗立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的
雕像及赞扬朝鲜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装
饰，表达贯彻党中央4月会议决定的决心
和期盼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

游行结束后，金正恩专门前往主席台

两侧，向观礼嘉宾和群众挥手致意。广场
高奏乐曲，人们高唱革命歌曲。

整个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持续2个小
时。数十家外媒的数百名记者专程来到
平壤进行报道。

连日来，朝鲜举行各种庆祝活动。8
日晚，朝鲜在平壤体育馆举行盛大国庆文
艺晚会。据悉，朝鲜9日晚将举行大型团
体操“辉煌的祖国”。这是继“阿里郎”大
型团体操之后的又一力作。10日，平壤
市还将举行青年火炬游行。

朝鲜举行阅兵集会庆祝建国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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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伊斯兰堡9月9日电 （记
者季伟）巴基斯坦当选总统阿里夫·阿尔
维9日在首都伊斯兰堡总统府宣誓就职，
就任巴基斯坦新一届总统。

9月4日，巴基斯坦举行总统选举，阿

里夫·阿尔维作为执政党正义运动党候选
人，以较大优势击败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
（谢里夫派）等党派支持的法扎勒·拉赫曼
和人民党支持的艾察兹·阿赫桑，当选新
一届总统。

阿尔维现年69岁，早年是一名牙医，
是正义运动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2006
年至2013年，阿尔维任正义运动党秘书
长。2013年，阿尔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
今年再度当选。

阿里夫·阿尔维宣誓就任巴基斯坦总统
黔江区市场主体数量持续逆势上扬

“政府的服务实在太好了，政府亲商安商的承诺落在
了实处，好多事想起来让人感动！我们在对公司股权结构
进行调整过程中，区工商分局主动上门服务，并派出工作
人员奔赴浙江，为企业办理相关手续、释疑解惑。”日前，重
庆黔江裕达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松良由衷地感叹，
黔江良好的政治环境、服务环境、发展环境让企业感到安
心和舒心。

这是黔江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服务企业发展，努力营造“亲商清商安商”环境的一个缩
影。

据黔江区工商分局局长赵欣说，今年，黔江区持续深
化“先照后证”“多证合一”等改革，减少办事环节；着力推
进“证照分离”改革，深化“照后减证”，实现“减证便民”，降
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将申办营业执
照、公章刻制、发票申领的时间压缩至5个工作日内，在国
务院统一要求的时间基础上再缩短3.5日。提升注册便利
化水平，推进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推行网上办、马上办、
随地办、辅导办“四办”服务机制，指导银行、街镇（社区）、
商会协会和产业园区辅助申请人网上登记，实施“容缺受
理”“全市通办”，对动产抵押、股权出质等审批事项当场办
结，对招商引资等重点审批事项跟踪办理，努力实现注册
登记“最多跑一次”和“零见面”，增强民营市场主体的满意

度和获得感。
“放管服”关键在加强“服”的供给。黔江着眼于为民

众提供便捷高效、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务，以再造服务流程、
整合服务资源、共享信息数据、增强功能联动性为重点，大
力推进服务性政府建设；持续完善网上办事大厅行政审
批、公开服务、政务公开、问政咨询功能，以让平台“好用”

“管用”，让群众“会用”“愿用”为目标，进一步提升审批服
务效能，实现更快更好更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优化
营商环境。推动微企“提质、扩量、增效”，促进创业创新；
开辟注册登记绿色通道，推出预约办理、异地办理、延时办
理等便民服务；开展“政银合作”，与辖区8家银行合作，实
现在32个网点免费代办工商登记，真正实现就近办理准入
登记；深化“微企兴农”“合同帮农”“商标富农”“经纪活农”

“电商助农”“红盾护农”六大行动助推脱贫攻坚。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直接效果就是市场主体数

量持续逆势上扬，市场活力迸发。目前，全区已实现营业
执照、税务登记证、公章刻制备案、社保证、统计证、外资企
业商务备案等31证合一，实行“一套资料、一表登记、一窗
受理”模式，市场主体设立登记当日办结率达80%，3日办
结率达100%。今年1-8月，全区新增市场主体5026户
（累计达49252户），同比增长4.58%，增长率居全市前列，
渝东南第一。 刘茂娇 周艳红

“放管服”激发市场活力

据新华社长沙9月7日电 （记
者 刘良恒）在长沙城北、湘江东岸，
望城区桥驿镇丁家村一处道路旁，有
一座很不起眼的老房子，革命英烈周
以栗就出生在这里。

周以栗，1897年10月出生于湖
南省长沙县桥头驿九福乡（今望城县
桥驿镇）一个佃农家庭。长沙师范学
校毕业，曾在周南女校等当教师。期
间，周以栗认识了徐特立、何叔衡等，
并通过他们认识了毛泽东，开始接受
马克思主义。1924年，周以栗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25年春，周以栗任国共合作
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一届执行委
员、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参与统一
战线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作。
五卅运动发生后，周以栗以青沪惨
案湖南雪耻会负责人之一，领导了
长沙市的罢工、罢市、罢课和示威游
行。

1926年，周以栗任国民党湖南
省党部组织部秘书、青年部部长，参
与组织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
运动。1927年初，根据党组织的指
示，到武汉筹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
讲习所，后任农讲所教务主任。

大革命失败后，周以栗回到湖
南，任中共湖南省委军事部部长。不
久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留在
上海担任党中央刊物《布尔什维克》
的编辑。

1927年底，周以栗任中共河南
省委书记。在严峻的白色恐怖形势
下，他临危不乱，大力恢复发展党的
组织，领导发动农村武装暴动，在中
原大地点燃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
派的熊熊烈火。

1928年4月15日，周以栗在开
封被捕。凶残的敌人用烧红的烙铁

烙他的皮肉。周以栗被折磨得死去
活来，遍体是烧烙的伤痕。但他宁死
不屈，始终坚守共产党员的气节，严
守党的机密。1930年1月，经党组
织营救，周以栗获释出狱。

出狱后，周以栗任中共中央长江
局军事部长，1930年9月以中央代
表的身份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
10月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总
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一、二次反“围剿”斗争。1931年6
月，周以栗被增补为苏区中央局委
员，担任中共闽赣边界工委书记。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
西瑞金召开，周以栗被选为中央执
行委员，并担任临时中央政府内务
人民委员。同时，他还兼任红军总
前委组织部长，红军中央军事政治
学校政治部主任，红中社负责人，临
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
等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
周以栗因病不能随大部队行动，党组
织决定安排他去上海治病。11月，
在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包围，突围时
壮烈牺牲，时年37岁。

周以栗 热血铸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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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记者 熊
丰）日前，公安部就《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
法权威工作规定》（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

草案规定，公安民警依法履行职责、
行使职权受法律保护，执法活动不受妨
害、阻碍，民警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
全不因民警履行职责、行使职权行为受到
威胁、侵犯，民警及其近亲属的人格尊严
不因民警履行职责、行使职权行为受到侮
辱、贬损。

草案明确，民警在依法履行职责、行
使职权过程中或者因依法履行职责、行
使职权遇到下述情形的，公安机关应当
积极维护民警执法权威。这其中包括：
受到暴力袭击的；被车辆冲撞、碾轧、拖
拽、剐蹭的；被聚众哄闹、围堵拦截、冲

击、阻碍的；受到扣押、撕咬、拉扯、推搡
等侵害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受到威胁、
恐吓、侮辱、诽谤、骚扰的；本人及其近
亲属受到诬告陷害、打击报复的；被恶
意投诉、炒作的；本人及其近亲属个人
隐私被侵犯的；被错误追究责任或者受
到不公正处理的；执法权威受到侵犯的
其他情形。

本次公布的草案提出，民警按照法定
条件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对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民警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由其所属公安
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造成的损害给
予补偿。

草案还提出，公安机关应当严格依
法依规开展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工作。
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对
民警采取停止执行职务、禁闭等措施，
不得作出免职、降职、辞退等处理或者
处分。

同时，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应当成立由
督察长为主任，警务督察和法制、警令指

挥、警务保障、政工人事、新闻宣传及执法
办案等部门为成员的维护民警执法权威
工作委员会。

社会公众可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息
网（网址：http：//www.chinalaw.gov.
cn）、公安部网站（网址：http：//www.
mps.gov.cn）查阅草案稿。有关意见建
议可在2018年10月6日前，通过中国政
府法制信息网主菜单“立法意见征集”栏
目提出，或者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
gonganzhifa@163.com。

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草案
公开征求意见

9月9日，朝鲜在平壤举行盛大阅兵式和群众花车游行，热烈庆祝建国70周年。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新华社平壤9月9日电 （记者 李
忠发 江亚平）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
书在平壤会见了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
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栗战书首先转达习近平对金正恩的
亲切问候并转交亲署函。习近平在亲署
函中指出，朝鲜建国70年以来，在金日成
同志、金正日同志和委员长同志坚强领导
下，朝鲜党和人民奋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取得了不平凡的成就。当前，委员
长同志正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面贯彻落
实新战略路线，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不断取得新
的成就。

习近平强调，维护好、巩固好、发展
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
移的方针。今年以来，委员长同志同我
先后三次会晤，达成重要共识，掀开了中

朝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委员长同志
一道，加强对中朝关系规划指引，落实好
双方重要共识，推动中朝关系实现更大
发展。

栗战书表示，朝鲜建国70周年是朝
鲜党、国家和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习近平
总书记高度重视，派我作为特别代表率中
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并出席庆祝活动，
代表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向朝鲜党、政府
和人民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祝福。我一
踏上美丽友好的朝鲜国土，就得到了朝鲜
人民的热情欢迎，亲身感受到了朝鲜人民
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栗战书强调，今年对于中朝关系是具
有特殊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年。习近平总
书记和金正恩委员长三次会晤，共叙中朝
传统友谊，共商发展中朝关系大计，推动
和引领中朝关系迈入新的历史阶段。无
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
府致力于巩固发展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

不会变，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情谊
不会变，中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
变。我此访旨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同委
员长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双方高层
战略沟通，开展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就
新形势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
谊深入交换看法，共创中朝关系更加美好
的未来。

双方就地区和半岛形势交换意见，栗
战书说，实现半岛持久和平和无核化，是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方始终坚持半岛
无核化目标、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通过对
话协商解决问题。我们高度评价朝方为
推动半岛形势朝着和平稳定方向发展所
做的积极努力，希望朝美双方落实首脑会
晤共识，相向而行，维护和平对话的大
势。中方愿继续同有关各方一道，为政治
解决半岛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金正恩对习近平致亲署函表示感谢，
并请栗战书转达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和

良好祝愿。金正恩说，您作为习近平总书
记同志的特别代表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来
访，体现了总书记同志和中国党、政府、人
民的友好情谊，给我们的建国70周年庆
祝活动增光添彩，令朝鲜党、政府和人民
深受感动和鼓舞。

金正恩表示，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
人缔造和培育的朝中传统友谊是我们最
可宝贵的财富。今年我同总书记同志三
次会晤，亲身感受到了朝中传统友谊的
宝贵和温暖。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我和朝鲜党、政府都将坚定不移地传承
并尽全力发展朝中友谊。当前朝鲜正在
实施新战略路线，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希
望学习中方的丰富经验，进一步拓展各
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两国的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朝方坚持朝美首脑新加坡
会晤共识，并为此采取了措施，希望美方
采取相应行动，共同推动半岛问题政治
解决进程。

栗战书会见金正恩
转交习近平总书记亲署函


